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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A              公告编号：2019-4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陕国投 A 股票代码 0005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玲 孙一娟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

际广场 C 座 24 层 

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

际广场 C 座 24 层 

电话 （029）81870262/88897633 （029）81870262/88897633 

电子信箱 sgtdm@siti.com.cn sgtdm@siti.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1,901,802.48 509,054,626.91 6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7,874,815.61 204,091,751.84 7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8,307,947.94 227,817,461.10 5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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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79,100,010.14 462,083,971.75 -24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8 0.0643 36.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8 0.0643 36.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2% 2.55% 增加 0.7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783,196,729.71 12,279,353,222.88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563,044,051.64 10,414,858,172.41 1.42% 

注：1.公司作为金融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减少实际上是本期自有资金贷款较上年

同期大幅增加。 

    2.公司 2018 年下半年完成了配股增资，按会计准则要求，对上年同期每股收益重新计算后列报。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02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煤业化

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05% 1,389,216,527 0   

陕西省高速

公路建设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21.62% 857,135,697 0   

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 54,645,737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1% 52,069,680 0   

人保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27,677,000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0% 23,785,286 0   

赵旭东 
境内自然

人 
0.26% 10,3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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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财务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19% 7,385,560 0   

邹洪涛 
境内自然

人 
0.18% 7,034,600 0   

芦虎 
境内自然

人 
0.15% 5,861,11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均为省属国有独资企业。 

2.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除第二大股东陕西省

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外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赵旭东通过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300,000 股公司股份；股东邹洪涛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34,600 股公司股份。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

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形势，信托行业降杠杆、去通道等严监管态势进一步加

强，眼睛向内加强管理成为行业共识。信托公司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和自身资源积极开展特色信托业务，主

动管理意识和业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整体业绩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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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积极贯彻监管政策，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着力增强主动管理能力和业务创新能力，信托主业结构进一步优化，金融服务质量进一步改善，经营业绩

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实现营业收入8.32亿元，同比增长63.42%；利润总额4.59亿元，同比增长68.59%；净

利润3.48亿元，同比增长70.45%；公司存续信托规模3,116.82亿元，实现稳中有升。 

    公司被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继续评为“A类非银行机构”。在第十二届中国优秀信托公司评选活动中第九

次获评“最具区域影响力信托公司”和“2019年度优秀创新信托计划”奖项，并荣获2019年“杰出品牌形

象奖”“卓越财富管理机构奖”，荣获第十四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评比“优秀董事会”奖，西安

市纳税百强企业。 

    （一）做强做优信托主业。公司聚焦信托本源，服务实体经济，严格履行受托人职责，大力发展具有

直接融资特点的资金信托和受托管理特点的服务信托。报告期内，公司存续信托规模实现稳中有升，其中

新增信托项目133个，新增项目规模454.45亿元，主动管理类信托项目占比达52.6%。同时，家族信托、慈

善信托、资产证券化、消费信托和保险金信托等多个创新产品顺利实施。 

    （二）固有业务与信托业务协同发展。上半年，公司大力强化固有业务投资管理能力，推进固有和信

托业务在客户开发、资源共享上的协同发展，实现固有业务收入4.15亿元，为公司信托主业的开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三）财富管理革命成效显现。公司深化财富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财富团队的营销能力和客

户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同业合作，不断发挥全国性营销布局效应，财富发行规模突破了200亿元，客户

黏性不断提高，客户类型更趋多元，项目落地率大幅提升。 

    （四）严控风险守牢底线。公司以整治市场乱象和相关专项审计等外部监督治理为契机，及时根据市

场和监管政策变化，动态调整业务指引，切实加强项目期间管理、风险排查和预警，实现了到期项目全部

足额兑付本金及收益，没有发生重大兑付风险。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 2019年 1 月 1 日起采用财

政部于 2017 年发布的经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

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和 2017 年 5 月发布的

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

“修订后的金融工具会计准

则”)。该准则的执行构成了重大

会计政策变更，且相关金额的调

整已经确认在财务报表中。 

2019 年 4 月 24 日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修订后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的过渡要求，本公司不对比较期

间信息进行重述。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 于首次执行日的账面价

值调整计入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 （注） 

2018年12月26日财政部发布《关

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36 号），公司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修订后的金融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2019 年 4 月 24 日第八届董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按照规定，相应对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注：修订前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下，本公司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分成以下四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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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类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执行修订后的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后，本公司将将持有的金融资产分成三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薛季民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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